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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3D Digital Entertainment Limited
中國 3D數碼娛樂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78）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的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的公司提
供一個上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
過審慎周詳的考慮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
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
之證券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創業板上市規則」）而刊載，
旨在提供有關中國3D數碼娛樂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資料；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
公告的資料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
其所知及所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沒有誤導或欺詐成
分，且並無遺漏任何事項，足以令致本公告或其所載任何陳述產生誤導。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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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下文統稱為「本集團」）錄得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本年度」）之總收入約54,000,000港元，而於上一財政年度則約為135,200,000港
元。本集團錄得虧損約36,100,000港元。虧損乃主要由於電影之發行權出現減值虧
損、年內出售附屬公司有關之經營虧損，以及本公司所發行之可換股債券有關之
財務費用所致。

於本年度內，藝人管理業務分部之收入貢獻約3,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31,800,000港元），並錄得溢利約1,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7,900,000港元）。作
為本公司為專注於3D電影製作所進行重組之一部分，多間營運藝人管理業務之附
屬公司已予出售，令本業務分部之收入及溢利數字下跌。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本集團自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經銷與特
許之業務分部取得之收入為51,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61,100,000港元）。由於在
本年度出品之3D電影對觀眾及本集團而言均屬新項目，故投放之廣告及推廣開支
較預期為高。連同於年內出售擁有影片版權之公司影片版權之減值，此業務分部
錄得虧損為18,9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2,900,000港元）。

於上一財政年度，本集團出售若干從事表演項目製作及音樂製作及經銷業務之附
屬公司。於有關出售後，本集團已終止表演項目製作及音樂製作及經銷之業務。截
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表演項目製作之收入貢獻約12,600,000港元，並
錄得虧損約2,500,000港元，而音樂製作及經銷之收入貢獻則約29,700,000港元，並
錄得虧損約600,000港元。

前景

為延續3D電影「3D肉蒲團之極樂寶鑑」之成功，於下一財政年度將會計劃製作兩至
三部3D電影。在更審慎控制廣告及推廣開支下，預期將可產生滿意之溢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相信收購電影院及╱或電影院經營權將會加強
本集團之業務，為本集團提供發行電影以外之選擇。雖然於本公告之時尚未有特
定電影院目標，惟中國境內之電影院或劇院將予優先考慮，以把握此現時消費潛
力最大國家之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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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集團將會繼續致力於藝人管理之業務分部，發掘具天份之藝人，從而
實現滿意溢利，並與本集團其他業務產生協同效應。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借貸總額（不含應付款）約為24,600,000港元（二
零一零：274,100,000港元）。由於本年度曾進行多項籌資活動，本集團之資產負債
比率（即借貸總額佔總資產之百分比）為由去年之83%大幅減少至16%。

除股本及儲備外，本集團利用自營運產生之流動現金及借貸（主要包括可換股債券
及應付承兌票據）以撥資營運所需資金。應付承兌票據以港元計值，為無抵押、免
息及具有固定還款期。

除上文所披露者，本集團並無其他外部借貸。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所持有之現金
乃主要以港元計算。本集團透過密切監視外匯匯率變動之方式管理其外匯風險。
管理層定期回顧外匯風險，並於必要時採取適當措施緩和風險。本集團於本年度
內並無經歷重大外匯匯率波動。

抵押本集團資產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就授予本集團之銀行借款抵押任何資產予
銀行（二零一零年：無）。

僱員及薪酬制度

本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僱員人數為10名（二零一零年：27名）。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共約7,500,000港元（二零一
零年：37,200,000港元）。僱員薪酬乃按個別表現、經驗及現行商業慣例而釐定。為
向員工提供激勵或獎勵，本公司已於二零零四年採納一項購股權計劃。於本年度，
並無購股權獲授出或尚未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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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年內，本公司之資本架構變動如下：

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本公司按每股配售股份0.38港元之價格完成配售70,398,000

股本公司新股（「配售股份」）（「第一次配售」）。第一次配售致使本公司之已發行股
本及股份溢價分別增加約700,000港元及25,500,000港元。

股份分拆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一日，本公司分拆本公司每股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為兩股
分拆股份（「股份分拆」）。自此，每股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之面值由0.01港元調整至
0.005港元。

根據特定授權配售新股份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按每股配售分拆股份0.125港元之價格完成配
售200,000,000股本公司新分拆股份（「第二次配售」）。第二次配售完成後，本公司
之已發行股本及股份溢價分別進一步增加約1,000,000港元及23,400,000港元。

供股

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一日，董事會建議透過供股方式籌資（「供股」）。於二零一一年
三月二十九日，批准（其中包括）供股之決議案獲獨立股東於當日舉行之股東特別
大會上以表決方式正式通過。供股獲超額認購，而繳足供股之股票已於二零一一
年四月二十一日派發予股東。於供股完成時，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及股份溢價分別
進一步增加約38,000,000港元及72,400,000港元。

轉換可換股債券

於本年度，價值14,000,000港元之債券已轉換為41,148,036股本公司新股份，致使本
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及股份溢價分別增加約200,000港元及15,2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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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收購及出售

於本年度，本集團收購及出售若干附屬公司，有關詳情載述如下：

收購新3D影片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本公司以約12,600,000港元之代價收購新益國際創建有限
公司（「新益」）之全部權益。新益從事電影製作。首部3D電影「3D肉蒲團之極樂寶
鑑」已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上映。

出售Speedy Champion Investments Limited

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九日，本集團完成出售Speedy Champion Investments Limited及
連同持有其相關之本集團製作或發行之多套影片及電視節目之版權及經銷權之公
司之全部權益。出售代價為100,000港元，而本集團因出售事項所錄得之收益約為
2,500,000港元。

出售興暉集團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日，本集團亦完成出售興暉集團有限公司及連同持有其相
關之影片版權及經銷權之公司之全部權益。出售代價為100,000港元，而本集團因
出售事項所錄得之收益約為100,000港元。

出售威領有限公司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完成出售威領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出售代
價約為100,000港元，而本集團因出售事項所錄得之收益約為100,000港元。

承擔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承擔合共約9,9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52,500,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因拒絕登記轉讓承兌票據及發行新承兌票據而
涉及法律訴訟。由於訴訟仍於初期階段，法律訴訟之結果並不確定，而董事亦難以
評估該訴訟對本集團財務狀況之影響。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委任國衛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以填補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辭任後之臨時空缺之普通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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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宣佈本集團本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連同上財政年度經審核賬目
之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53,977 92,947

其他收入 4 969 4,525

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與經銷成本  (53,379) (78,657)

銷售及經銷費用  (10,774) (9,557)

行政費用  (18,661) (41,715)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644 –

財務費用 5 (9,342) (17,452)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  (1,538) 2,530
   

除稅前虧損 6 (36,104) (47,379)

稅項 7 – (1,231)
   

持續經營業務年內虧損  (36,104) (48,610)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年內虧損 8 – (2,01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36,104) (50,626)
   

其他全面收益（扣除所得稅）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4 655
年內可供出售投資重估產生之虧損淨額  (17) –
有關本年度已出售海外業務之
 重新分類調整  (2,545)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換算儲備  – 44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扣除所得稅）  (2,558) 69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38,662) (49,927)
   

股息  –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二零一零年：經重列）  0.59 港仙 1.48 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基本及攤薄（二零一零年：經重列）  0.59 港仙 1.42 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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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596 604
 可供出售投資  48,222 46,674
 於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5,28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3,531 –
 影片權利  8,728 185,597
   

  61,077 238,155
   

流動資產
 存貨及唱片模板  – 30
 貿易應收款 10 13,360 35,706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  3,441 26,166
 給予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貸款  – 12,466
 銀行結餘及現金  72,881 16,625
   

  89,682 90,993
   

資產總值  150,759 329,148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 11 – 13,566
 預提費用、已收按金及其他應付款  3,055 44,113
 一間附屬公司非控股股東提供之貸款  – 2,000
 其他貸款  – 3,000
   

  3,055 62,679
   

流動資產淨值  86,627 28,314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47,704 266,469
   

非流動負債
 可換股債券  12,851 50,099
 應付承兌票據  11,712 11,102
 應付本公司主要股東╱前直屬控股
  公司之款項  – 207,882
   

  24,563 269,083
   

資產╱（負債）淨值  123,141 (2,61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股本及儲備
 股本  43,438 3,520
 儲備  79,703 (4,193)
   

  123,141 (673)
非控股股東權益  – (1,941)
   

總權益  123,141 (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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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東權益變動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投資   可換股   非控股
 股本 股份溢價 特別儲備 重估儲備 繳入盈餘 換算儲備 債券儲備 累計虧損 合計 權益 總權益
本集團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 2,600 105,614 75,000 – 83,783 2,971 – (313,942) (43,974) (1,941) (45,915)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 655 – – 655 – 655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
 換算儲備 – – – – – 44 – – 44 – 44
年度內虧損 – – – – – – – (50,626) (50,626) – (50,626)
           

年度內全面
 收益╱（虧損）總額 – – – – – 699 – (50,626) (49,927) – (49,927)
           

發行股份 520 36,920 – – – – – – 37,440 – 37,440
確認可換股債券之
 權益部分 – – – – – – 38,280 – 38,280 – 38,280
因轉換可換股債券而
 發行之股份 400 28,955 – – – – (10,718) – 18,637 – 18,637
出售附屬公司時之
 儲備變現 – – – – – (1,129) – – (1,129) – (1,129)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
 三十日及二零一零年
 七月一日 3,520 171,489 75,000 – 83,783 2,541 27,562 (364,568) (673) (1,941) (2,614)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
 匯兌差額 – – – – – 4 – – 4 – 4
重估可供出售投資產生
 之淨虧損 – – – (17) – – – – (17) – (17)
於年度內出售之海外
 業務有關之
 重新分類調整 – – – – – (2,545) – – (2,545) – (2,545)
年度內虧損 – – – – – – – (36,104) (36,104) – (36,104)
           

年度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17) – (2,541) – (36,104) (38,662) – (38,662)
           

因配售而發行之股份 1,704 50,047 – – – – – – 51,751 – 51,751
因供股而發行之股份 38,008 76,016 – – – – – – 114,024 – 114,024
發行股份之交易成本 – (4,735) – – – – – – (4,735) – (4,735)
因轉換可換股債券而
 發行之股份 206 15,147 – – – – (5,359) – 9,994 – 9,994
提早贖回可換股債券 – – – – – – (15,695) 7,137 (8,558) – (8,558)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 – – – 1,941 1,941
轉撥累計虧損 – – (75,000) – (79,831) – – 154,831 – – –
           

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43,438 307,964* –* (17)* 3,952* –* 6,508* (238,704)* 123,141 – 123,141
           

* 該等儲備賬包括綜合財務狀況表內之綜合儲備79,703,000港元（二零一零年：虧絀4,193,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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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應用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i) 本集團採納之新增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已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其中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修訂及詮釋（「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於二零零九年頒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 集團以現金結算之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金融工具：呈列」之
  修訂－供股之分類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以股本工具抵銷金融負債
 －詮釋第19號（修訂）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借款人對載有按要求償還
  條款之定期貸款之分類

於本年內應用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
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ii)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且並無提早採納之新增準則、
修訂及詮釋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增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 於二零一零年頒佈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允價值之計量5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呈列其他全面收益項目4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3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5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人士披露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獨立財務報表5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投資於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5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最低資金要求之預付款1

 －詮釋第14號（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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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 應用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ii)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且並無提早採納之新增準則、

修訂及詮釋（續）
1)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引進有關金融工具分
類及計量之新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經修訂）
加入金融負債及取消確認之規定。

•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有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
量」範疇內之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均按攤銷成本或公允價值計量。尤其是，按
商業模式持有而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量之債務投資，以及僅為支付本金及未
償還本金利息之合約現金流量之債務投資，一般均於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攤
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均於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公允價
值計量。

• 就金融負債而言，主要變動乃與指定為按公允價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負債有關。
尤其是，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指定為按公允價值列入損益賬之金融
負債而言，因金融負債信貸風險有變而導致公允價值變動之金額乃於其他全面
收益呈列，除非於其他全面收益呈報該負債信貸風險變動之影響會產生或增加
損益之會計錯配，則作別論。因金融負債信貸風險而導致公允價值之變動其後不
會重新分類至損益賬。過往，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指定為按公允價值列入
損益賬之金融負債之全部公允價值變動金額均於損益賬中呈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可提早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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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 應用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ii)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且並無提早採納之新增準則、

修訂及詮釋（續）

董事預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將在本集團自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
之綜合財務報表中採納，採用新準則可能會對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呈報金額造成重大影
響。然而，在完成詳細檢討之前，就該影響提供合理估計並不可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披露－轉讓金融資產」增加涉及轉讓金融資產之交易之
披露規定。該等修訂旨在就於金融資產被轉讓而轉讓人保留該資產一定程度之持續風
險承擔時，提高風險承擔之透明度。該等修訂亦要求於整個期間內金融資產之轉讓並
非均衡分佈時作出披露。

董事預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該等修訂不會對本集團有關之前生效之貿易應收
款轉讓之披露造成重大影響。然而，若本集團日後訂立其他類型之金融資產轉讓，有
關該等轉讓之披露可能會受到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關連人士披露」（二零零九年經修訂）修訂關連方之定義及簡化政
府相關實體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二零零九年經修訂）引入之披露豁免並未影響本集團，原因為本
集團並非政府相關實體。然而，倘該準則之經修訂版本於未來會計期間應用，由於部
份之前不符合關連方定義之對手方可能會被歸入該準則之範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中
有關關連方交易及結餘之披露可能會受到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綜合財務報表」於現有原則上建立透過識別控制概念作為實
體是否應計入母公司之綜合財務報表之釐定因素。該準則提供額外指引協助釐定難以
評估之控制權。該準則取代香港會計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特殊目的實體」
及取代部分國際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共同安排」透過著重安排之權利及責任（而非目前之法定形
式）提供共同安排之更現實反映。該準則透過規定以單一方法將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入賬以解決呈報共同安排之不一致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
31號「於合營企業之權益」及香港會計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3號共同控制實體－合營方
之非貨幣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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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 應用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ii)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開始之財政年度已頒佈惟尚未生效且並無提早採納之新增準則、

修訂及詮釋（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為有關其他實體所有形式之權益（包
括共同安排、聯營公司、特別用途工具及其他不計入資產負債表之工具）之披露規定之
新增全面之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之計量」透過首次提供公允價值之精確定義及公允
價值計量之單一來源以及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均適用之披露規定改善一致性及降低
複雜性。有關規定並無擴大公允價值會計法之使用範圍，惟就其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已規定或准許使用時如何使用提供指引。

於本年內應用新增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
或該等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2. 編製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惟若干金融工具按公允價值計量。

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
表包括聯交所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所規定之適用披露項目。

3. 分類資料
根據本集團內部財務報告，本集團已根據類似產品確定經營分部。經營分部由指定為「主要
經營決策者」的高級管理層確定，以決定分部資源分配及評估其表現。

本集團有兩個呈報分部：(i)藝人管理及(ii)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經銷與特許。分部以主要經
營決策者用於決策之有關本集團營運之資料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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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分類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

下表載列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本集團呈報分部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持續經營業務 藝人管理 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經銷與特許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分部收入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入 3,030 31,804 50,947 61,143 53,977 92,947
      

分部業績 1,341 17,911 (18,930) (42,883) (17,589) (24,972)
    

利息收入     66 802

未分配企業開支     (10,345) (8,287)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2,644 –
財務費用     (9,342) (17,452)

應佔一間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     (1,538) 2,530
      

除稅前虧損     (36,104) (47,379)

稅項     – (1,231)
      

     (36,104) (48,610)
      

分部報告之會計政策所述之本集團會計政策相同。分部溢利（虧損）指各分部賺取之溢利或產
生之虧損，但不包括中央行政成本、利息收入、財務費用及應佔共同控制實體之業績。此乃
呈報予主要經營決策者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部表現之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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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分類資料（續）
分部收入及業績（續）

經營分部中概無披露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因其無定期向主要經營決策者提供審閱。

其他資料

下表載列本年度及過往年度本集團其他分類資料分析：

 藝人管理 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經銷與特許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資本開支 596 88 – 168 596 256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292 186 55 696 347 882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 – – 19 – 19

影片權利之攤銷 – – 21,164 34,064 21,164 34,064

已確認影片權利之減值 – – 9,030 41,208 9,030 41,208
      

其他分部資料對賬
 分部總計 調整（附註）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347 882 54 64 401 946
      

附註： 該款項指計入未分配企業開支之項目。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經銷與特許之收入41,52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15,571,000港元）
乃來自客戶之貢獻，其貢獻佔本集團總收入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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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3. 分類資料（續）
地域資料

本集團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台灣、日本、其他亞洲國家、北美、歐洲國家及
其他地區經營業務。

本集團於本年度按客戶地理位置呈列之來自外部客戶之持續經營業務收入，及於報告期完結
日按資產地理位置呈列之非流動資產資料（可供出售投資及其他應付款除外）詳述如下：

 來自客戶之收入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2,031 28,700 14,403 145,316

中國 2,519 35,425 – 5,395

台灣 2,825 3,286 – –

日本 24 591 – –

其他亞洲國家（附註(a)） 4,987 16,201 – 39,770

北美（附註(b)） – 49 – 1,000

歐洲國家（附註(c)） 972 4,143 – –

其他地區 619 4,552 – –
    

附註：

(a) 其他亞洲國家主要包括汶萊、印度尼西亞、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及
俄羅斯。

(b) 北美包括美國及加拿大。

(c) 歐洲國家主要包括意大利、英國、德國、法國、瑞士、波蘭、荷蘭及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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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4. 其他收入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30 21

匯兌收益 314 –

指定為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允價值之金融資產因
 公允價值變動所產生之收益 55 –

其他利息收入 36 781

項目收入 – 1,767

收回藝人費用 296 433

出售影片資料 61 437

其他 177 1,086
  

 969 4,525
  

5. 財務費用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悉數償還之其他貸款之利息 56 58

應付本公司主要股東╱前直屬控股公司之款項之利息 3,653 8,807

可換股債券之利息 5,023 8,319

應付承兌票據之假計利息 610 268
  

 9,342 1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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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6. 除稅前虧損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已扣除：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基本酬金及津貼 7,333 22,482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163 528
  

員工成本總額 7,496 23,010
  

核數師酬金
 －本年度 700 2,063

 －以往年度撥備不足 250 113

影片權利之攤銷* 21,164 34,064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10 217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401 946

換算虧損 – 669

已確認影片權利之減值虧損* 9,029 41,208

預付藝人費用之減值虧損 111 –

出售物業、機器及設備之虧損 – 19

提早贖回可換股債券之虧損 1,660 –

根據經營租賃之最低租約付款
 －土地及樓宇 657 3,279

存貨及唱片模板撇減* 90 –
  

* 已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內之「影片及電視節目製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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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7. 稅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出包括：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 1,237

 －往年超額撥備 – (9)
  

 – 1,228

在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
 －本年度 – 3
  

 – 1,231
  

香港利得稅

香港利得稅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16.5%（二零一零年：16.5%）計算。

由於本集團及本公司於本年度並無自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綜合財務報表就香港利
得稅作出撥備。

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按相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8.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本集團訂立買賣協議出售EEG Holdings Limited（「EHL」）。EHL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EHL集團」）乃從事表演項目製作及音樂製作及經銷業務。實現出售事項
旨在集中資源擴大本集團其他業務。有關出售事項於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九日完成，於該日表
演項目製作及音樂製作及經銷業務之控制權轉移至本公司一名主要股東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Gain Wealth Investments Limited。

本年度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終止經營業務年內虧損 – (3,145)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12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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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8. 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計入綜合全面收益表）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下列業務之收入：
 －表演項目製作 – 12,587

 －音樂製作及經銷 – 29,679
  

 – 42,266

其他收入 – 3,115

自辦表演項目之成本 – (3,779)

提供表演項目製作服務之成本 – (8,511)

音樂製作及經銷之成本 – (17,521)

銷售及經銷費用 – (901)

行政費用 – (17,814)
  

本年度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 (3,145)
  

本年度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包括下列各項：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虧損支出下列各項：

董事酬金 – 1,532

其他員工之退休福利計劃供款 – 393

其他員工成本 – 12,287
  

員工成本總額 – 14,212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 6,402

物業、機器及設備之折舊 – 135

根據經營租約之最低租約付款
 －土地及樓宇 – 1,245

撥回呆壞賬撥備 – (157)
  

並無稅項支出或抵免因終止經營業務之收益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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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8. 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表演項目製作及音樂製作及經銷業務向本集團經營現
金流量淨額貢獻6,568,000港元，並就投資活動支付70,000港元。

9.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約36,104,000港元（二零一零年：50,626,000港元）及本公司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份之加權平均數
6,132,475,017（二零一零年：3,411,249,040（經重列））股股份計算。

已調整用於計算兩個年度之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股份數目，以反映本年度發生之
股份分拆及供股。

由於行使可換股債券將會對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虧損產生反攤薄效應，因
此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時並不假設轉換本公司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券。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虧損計算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虧損 36,104 50,626

減：已終止經營業務年內虧損 – 2,016
  

就計算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虧損 36,104 48,610
  

所使用之分母與上文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詳述者相同。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每股零港元（二零一零年：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為
每股0.06港仙（經重列）），乃按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年內虧損零港元（二零一零年：2,016,000

港元）及上文用作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所詳述之分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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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0. 貿易應收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信貸期最長為六十日。載於本集團貿易應收款內，賬面值合共零港
元（二零一零年：7,959,000港元）之款額已於報告期完結日逾期，惟本集團並未就該款項作出
減值撥備。根據本集團客戶之還款模式，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賬款最終可收回。本集團管理
層密切監控應收賬款之信貸質素，並參照有關還款歷史，認為未逾期或未減值之應收賬款信
貸質素良好。本集團並無就該等賬款持有任何抵押品。

於報告期完結日，根據到期日呈列之貿易應收款（扣除呆壞賬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13,360 27,747
  

逾期
 零至三十日 – 993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 23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 –

 九十日以上 – 6,943
  

 – 7,959
  

 13,360 35,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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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續）

10. 貿易應收款（續）
呆壞賬撥備變動：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 2,036 2,925

匯兌調整 – 11

呆壞賬撥回 – (157)

出售附屬公司時撇銷 (2,036) (743)
  

 – 2,036
  

呆壞賬撥備項目乃到期超過一年或個別因面臨清盤或有嚴重財政困難而已減值的應收貿易賬
款，而按照以往經驗，有關款項一般將不可收回。本集團並無就該等賬款持有任何抵押品。

11. 貿易應付款
於報告期完結日，根據到期日呈列之貿易應付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 2,492

逾期
 零至三十日 – 2,471

 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 596

 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 496

 九十日以上 – 7,511
  

 – 13,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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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本年度之末期股息。

審閱業績

本集團之本年度經審核業績已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其成員認為該等業
績已遵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編製，並已作出足夠披露。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三
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即陳志豪先生、金廸倫先生及李永豪先生。

核數師報告摘要

下文為核數師就本集團本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之報告摘要：

「保留意見之基準

(a) 可供出售投資

貴集團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可供出售投資約48,222,000港元包括於
Dragonlott Holdings Limited（「DHL」）合共約46,674,000港元投資，　貴集團持
有該公司13.28%股本權益。誠如附註19所述，　貴公司董事並無獲DHL管理
層提供有關DHL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任何財務或其他相關資料，故此
未能斷定於DHL之投資在報告期完結日是否須予減值。吾等未能採納其他可
信納之審核過程，使吾等可信納於DHL投資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賬面
值並無重大錯誤陳述。如發現須作出任何調整，或會影響到　貴集團及　貴
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事務狀況，以及截至該日止年度之虧損。

(b) 期初結餘及相應數據

貴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形成本年度綜合財
務報表之相應數據基準，曾因於DHL之投資之審核範圍限制之影響可能重大
而被前任核數師保留意見。保留審核意見之詳情載於前任核數師所發出日期
為二零一零年九月十五日之獨立核數師報告，並已載入　貴公司截至二零一
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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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等未能獲得足夠審核憑證，使吾等可評估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年
度之審核範圍限制。如發現須就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之期初結餘作任何調
整，或會影響到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之累計虧損結餘，以及　貴集團截至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業績及綜合財務報表附註內之相關披露資料。
綜合財務報表所顯示之比較數據，不一定可與本期間之數據比較。

倘若發現有必要就上文(a)及(b)所載事項作出任何調整，將對　貴公司及　貴集團
於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之財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等年度止之
業績及現金流量以及其於綜合財務報表之相關披露造成重大之相應影響。

保留意見

吾等認為，除「保留意見之基準」一段所述事項可能產生之影響外，該等綜合財務
報表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真實公平地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之事務狀況及　貴集團截至該日止之年度虧損及現金流量，並已按照
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妥善編製。」

企業管治

本公司已採納多項政策，以確保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而本公司認為與
其有關之守則條文（「守則條文」），並且除了以下披露者外，本公司已遵守守則條
文。

蕭定一先生現擔任本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之職。董事會認為，將主席與行政總裁
兩個職能同時歸於同一人履行之現行架構，並不會削弱董事會與本公司管理層之
間之權力及權責平衡。董事會又相信，現行架構為本公司提供強大而一致之領導
層，能夠有效而富效率地規劃及實施商業決定及策略。

董事買賣證券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8至第5.67條（「標準守則」）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
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
年度內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列之交易所需標準。



25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本年度內，本公司及其各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在創業板網站刊登年度報告

本公司載有創業板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之年度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
發予本公司之股東及在聯交所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與本公司網站
(www.china3d8078.com)內刊登。

承董事會命
中國3D數碼娛樂有限公司

主席
蕭定一

香港，二零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之成員為：

執行董事： 蕭定一先生（主席）
 曾沛霖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志豪先生
 金廸倫先生
 李永豪先生

本公告將於其刊發日期起連續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內「最新公司公
告」之網頁及本公司之網站www.china3d8078.com內。


